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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89 由香港知名电影人文隽和导
演叶伟民共同执导的功夫巨星李小龙传奇
人生电影!李小龙"#日前在美国国际电影
节上卖出了 !"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海外版
权# 这说明李小龙仍然是全球主要电影国
家观众感兴起的影人$

据介绍# 仅在刚开幕不久的美国国际
电影节上#!李小龙"一片就卖出了美国%加
拿大%日本%英国%澳大利亚%新西兰%俄罗
斯%新加坡%马来西亚%印度尼西亚%泰国和
中国台湾地区等 !"多个国家和地区#再加
上上月确定该片将于本月 #$日在中国内
地公映!!""#$%&'()*+#$$,

-.%

#可见!李小龙"有多么受欢迎$

据了解#!李小龙" 一片充满了上世纪
四五十年代的港式情怀# 熟悉李小龙的国
家的影片公司#非常看好它的市场前景$例
如日本市场就非常活跃# 最终由 %&'公司
以 !$"万美元购得日本版权$

!李小龙"导演兼监制文隽表示#影片能
得到海外的广泛认可#算是对剧组 (年来的
艰辛努力给予了回报$ 片方对这部影片的市
场前景也充满信心#希望能以此片为纪念李
小龙诞辰 )"周年献上厚礼$

!/0%

./0123

456789:

78:;

""

<

"#

=> !123-4

56 7-89:%儋州市公安局警官艺术
团今天举行成立仪式# 市公安局主要领导
向艺术团授团旗$

这个警官艺术团成立后# 将紧紧围绕
该市公安局中心工作任务#深入基层#采取
丰富多彩%形式多样的表演形式#讴歌广大
公安民警在服务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以及
公安民警在保平安%保稳定%促发展方面的
先进事迹和先进个人$

据悉# 儋州市警官艺术团由儋州公安
局在职在编的民警% 协勤% 警嫂等人员组
成#团员规模约 !""人#团下设曲艺队%声
乐队%舞蹈队#队员将利用 *小时以外和周
末等业余时间排练节目$

据了解# 这是海南省内市县中成立的
第一个警官艺术团$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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=% 海南国际旅游岛首届网络春晚本周正
式启动后# 不少网友已开始积极为晚会献
计献策# 这让晚会主办方作出一个大胆决
定&即日起面向全国征集节目#让年年被动
看央视春晚的您# 在兔年来临之前也上一
把春晚$

据介绍# 近年来#'山寨春晚(%'网络
春晚(开始在中国走红#这让除夕夜只能
被动观看央视春晚却无法参与的普通电
视观众#有了不再遗憾的全新选择$ 为给
广大网友带来海南味道浓郁的春节晚会#

海南省文体厅%海南日报报业集团旗下的
南海网日前联合启动了海南国际旅游岛
首届网络春晚的筹备#拟于兔年春节前夕

在南海网隆重播出#力争为网友打造出一
台海南本土特色与网络特色紧密相联的
网络春晚$

记者从主办方了解到# 这台网络春晚
将通过外景%现场%电子场景切换等多种方
式# 为网友构建一个多场景集成的网络虚
拟与现实交替的春晚舞台$ 而要打造这种
特色网络春晚# 自然少不了网友的积极参
与$ 为此#晚会主办方在网友提议下决定#

从即日起面向全国网友征集这届网络春晚
节目$ 只要您的节目够趣味%够特色#您就
有可能成为这台网络春晚的主角# 并可通
过网络及导演组评选获得大奖$

据了解# 主办方面向全国网友征集的
作品类型主要为创意歌舞类节目#如唱歌%

跳舞%小品%武术%相声%魔术%乐器演奏%搞
笑表演%+,-./ 动画%爆笑视频等#另外#

原生态民间艺术类# 比如绝活% 独特表演
等#只要您能想到的节目#只要内容新颖#

有海南特色或网络特色#最好两者兼具#形
式不限#越有创新性越佳#但要求节目主题
健康%积极向上#尽量体现团圆%祥和%欢乐
的气氛$ 另外#此次节目征集不限对象#不
限年龄#不限性别#不限数量#不限身份#个
人团体均可#但团体最好不超过 $人$若是
网友或网站推选的节目# 需先上传南海网
网络征集节目专页之上$

据悉#此次征集作品及评选时间为 !!

月 !*日至 !#月 0!日$参评作品上传资料
截止日期为 #"!"年 !#月 0!日!>?@A

BCDEFGH%

$主办方将结合节目预审
效果%网上人气及组委会投票等情况#最终
评选出特等奖%幸运奖等奖项$被选中的节
目#国内演员来海南演出的交通费%吃住费
全免#另有一定劳务费$

本届网络春晚节目征集邮箱为 &

12&345#"!!652&78'9:$ 欢迎拨打晚会报名
电话&((*!"$;## 给自己一个展示自我%走
红网络的大好机会$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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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世界的海南》《热岛之约》面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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'唱响国际旅游岛(主题歌曲专辑!世
界的海南"和!热岛之约"#今天在海口寰岛
泰得大酒店举行首发式# 这是海南国际旅
游岛建设上升为国家战略后# 我省推出的
首套海南题材原创音乐合集$ 专辑中的作
品无论是主题的拓展% 情感的挖掘还是编
配的手法等#都进行了大胆创新和尝试#洋
溢着一股时尚的新气息$

今年初# 在省委宣传部% 省文联指导
下#省音乐家协会面向全国开展'唱响国际
旅游岛(歌曲征集创作活动$!世界的海南"

专辑中的 !"首歌曲#便是这次征歌活动中
国内特邀词曲作家创作的全新作品$

据介绍# 这次征歌活动要求作品要紧

紧围绕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这个主题#既
要体现海南地方特色# 又要注入国际化元
素#要时尚%开放%阳光%健康$为此#省音协
先后邀请了北京%西安%广州等地的多名新
锐音乐人来琼采风#其中#包括著名词作家
车行#作曲家李昕#知名编曲人郭亮#以及
目前国内十分活跃的青年词作者陈道斌%

曲作者孟文豪%娄云青等$!世界的海南"专
辑中的歌曲 !去海南过冬"%!鹿回头"%!呀
喏哒"%!跟你去天涯海角"等#就是在此次
采风行走中诞生的创意和选题$ 海南音乐
人王艳梅作曲的两首新歌!为海南停留"和
!世界的海南"也入选其中$

在!热岛之约"专辑中#收录了这次征
集活动的部分入选作品# 还收入了近期海
南在全国大赛和大型演出活动中创作演唱
的部分优秀歌曲$

据了解#!世界的海南"和!热岛之约"

中所收录的作品#无论在歌词%曲风%编配
及演唱等方面# 都与以往海南题材歌曲有
所不同#曲风涉及流行%拉丁%说唱%节奏蓝
调及交响化作品#风格多样#编曲时尚$

传统旅游形象歌曲往往是对自然风
光进行描摹#然后抚今思昔#抒发情感$

但这次专辑中收录的部分歌曲如 !鹿回
头"%!梦回南海"%!晒太阳"等#则进行了
创新# 歌词注重挖掘旅游景点中的人文
精神和情感内涵# 旋律和编配追求时尚
化#令人耳目一新$另外#专辑设计也刻意
求新# 两张专辑的封面和内页等没有使
用一张海南风光图# 却紧紧抓住了海南

特色#简约时尚$

发布会上# 海南歌手芦海东和吴晓芸
现场演唱了专辑 !世界的海南" 中的曲目
!为海南停留"和!去海南过冬"#专程从西
安赶来的青年歌手苏丹则演唱了歌曲 !鹿

回头"#赢得现场观众阵阵掌声$

专辑!世界的海南"和!热岛之约"由省
委宣传部%省文联和省音协联合出品#中国
音乐家音像出版社出版发行# 即日起面向
全国公开发售$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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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届海南省影视明星模仿秀才艺表演大
赛#自 !!月 $日启动报名以来#广大影视表
演艺术爱好者报名踊跃$ 记者今天从组委会
获悉#除海南选手报名参赛外#远在内地的
影视表演爱好者#也通过网络报名参赛$

据介绍#目前#已经报名参加海南影视
明星模仿秀的选手中#有曾经在央视!星光
大道"和!非常 (<!"两个栏目里模仿赵本
山并获奖的深圳选手张二楞$另外#还有河
南%内蒙古%新疆%吉林等内地选手通过网
络报名#大家想通过这个平台#展示自己的
影视表演才华$

记者昨天下午在天涯客音乐会所看到
部分报名选手在那里展示才艺表演$其中#

年龄最大的选手已经 (*岁#而最小的选手
才 (岁$定居三亚的 (*岁新疆老人李长明
是专程从三亚赶来海口报名的# 他模仿了
著名新疆歌唱家克里木的 !塔里木河"#并
表演了精彩的舞蹈$此外#他还模仿了电视
剧!济公"里的主题曲#其活灵活现的表演
唱#引得现场观众啧啧称赞$青年选手梁海
梅模仿谭咏麟演唱的!朋友"#让现场观众
发出阵阵赞叹$而唐胡模仿的小沈阳表演#

更让现场发出阵阵掌声$ 李侑俊模仿郑源
演唱的!情同手足"#声情并茂$黄银屏模仿
祖海演唱的!为了谁"#让人重温了旋律的
大气之美$此外#黄梁光模仿张明敏演唱的
!我的中国心"#钟宾模仿张学友演唱的!一
千个伤心的理由"#都让人感受到了他们对
音乐的掌控能力$ 特别是周亦海模仿的李
小龙电影经典动作#以其精彩的武术表演#

令现场观众拍手叫好$ (岁小朋友许志豪
虽然模仿并不出众#但其演唱的!全是爱"

却打动了现场观众$

记者从大赛组委会获悉# 第二届海南
省影视明星模仿秀才艺表演大赛将于 !#

月 $日截止报名# 大赛对报名者不收取任
何费用$

本次模仿秀由海南省影视家协会%海
口市文联联合主办#海口市影视协%海口市
影视艺术团承办#天涯社区%海南在线独家
网络媒体宣传$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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PQR=<S%昨天#随着最后一场'学老
兵%赞老兵(文艺巡演在海警一支队举行#

省边防总队文工团为全省各基层部队送去
的 !0场文艺巡演到此结束$

据了解# 昨天的最后一场演出舞台就
搭建在海警一支队营区#下午 ;时#舞台下
座无虚席#一首首婉转悠扬的歌曲#一个个
热情洋溢的舞蹈#加上精彩纷呈的魔术#赢
得了现场官兵们热烈的掌声$

'通过歌舞形式歌颂老兵#赞美老兵#

既能让即将退伍的老兵们感受到集体的温
暖# 也能激励他们在今后的工作和生活中
继承部队优良传统#再立新功$ (省边防总
队文工团负责人说$

此次'学老兵%赞老兵(文艺巡演活动
!!月 !"日在三亚启动#分东%西两线#为
全省各基层单位即将退伍的老兵们进行了
!0场慰问演出#得到基层官兵热烈欢迎$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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!#月 *日# 由吴宇森监制%

陈乔恩和黄晓明领衔主演的贺岁档唯一
一部青春喜剧电影!激浪青春"将上映$在
片中一改往日偶像剧中温柔女形象的台
湾艺人陈乔恩#将首次登陆内地银幕$

据介绍#!激浪青春"其实有点影射陈
乔恩的爱情之嫌$ 在片中#她出演了一位
外表柔弱%内心却火爆的龙舟队教练$ 与
她搭档的内地演员黄晓明在片中的主要
任务就是与陈乔恩谈恋爱#可是#这位事
业型女强人最终却因事业不顺常拿黄晓
明当出气筒$而黄晓明则在片中为其端茶
倒水#按摩腰腿#俨然一副新好男人形象$

但是#谈及自己的感情#陈乔恩坦陈#

她 #""=年就与相恋 ;年的外籍男友分了
手$ 陈乔恩解释其中原因#除了聚少离多
外#主要原因还是事业压力巨大造成了不
少困扰$ 陈乔恩说#入行近 !"年了#一直
深感娱乐圈压力巨大#因此#她慢慢就形
成了一副火爆脾气#而她的外籍男友迈克
尔则基本充当着她的出气筒#简直就像是
戏外的黄晓明#然而最终#这位外籍男友
并不能做到与戏中的黄晓明那样无怨无
悔#最终#他们选择了分手$

陈乔恩说# 当年与迈克尔分手实
在是一个很艰难的选择# 因为工作压
力太大了#现在想想#这对他实在是太
不公平$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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V% 作为哈利)波特系列电影的终结篇#

!哈利)波特与死亡圣器"

!WX &YZ'[

1

!

(%将以上%下篇的形式先后与观众见
面$上篇 !=日起全球同步公映$影片看点
颇多#但'哈利%赫敏共舞(一场戏引起了
'哈迷(们和导演之间的争议$

据介绍#上篇中#哈利%罗恩和赫敏踏
上了危机四伏的旅途#开始寻找使伏地魔
得以永生的魂器#只要摧毁魂器#就可以
打败伏地魔$这一次没有教授们的指导以
及邓布利多的保护#三个人必须比以往更
团结#齐心协力对抗途中遇到的各种威胁
破坏他们的黑暗势力**

影片包含 '七个哈利('海德薇之死(

'哈利% 赫敏共舞('多比之死('食死徒追
捕三人组(等多场亮点$ '七个哈利(的场
景中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哈利的女装扮相$

为哈利充当信使角色的重要宠物海
德薇是哈利第一学年海格送给他的礼物#

一直陪伴了哈利 )个年头$ 原著中'海德
薇之死(的情节很突然#电影进行了改编#

使之变得更感人& 在七个哈利陷入苦战
时#海德薇飞回来救哈利#当它试图保护
哈利时牺牲了$

'哈利%赫敏共舞(这场戏是导演和编
剧商量之后加入的原著中没有的一场戏&

比尔和芙蓉的婚礼上两人的一段共舞$这
一举动引起了巨大争议#'哈迷(们认为这
样的改编不忠于原著# 很容易产生误导#

导演的说法是这样能刺激罗恩#让其大发
醋意#让影片更有看点$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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V%由刘德华%巩俐主演的时尚电影!我知女
人心"将于 #"!!年春节期间在全国上映$

导演陈大明介绍#片中英俊倜傥却又
恃才傲物的广告公司经理!\]^_%

#遭
到新女上司!`a_%的无情奚落#为了能
与新女上司相处融洽#这位经理在一筹莫
展之后#冒出一个妙招#那就是想方设法
的去了解女人心里到底在想些什么#在机
缘巧合之下#拥有了神奇'读心术(#任何
女人的心事都能被他听得一清二楚**

刘德华曾于影片!暗战"中'男扮女装(

出镜#!我知女人心"是刘德华第二次饰演女
性角色#他曾穿上黑色网袜在家里找感觉$


